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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，這個主日

� 月 �� 日是母親節，祝福天下

所有的母親身體健康，節日愉

快，主裡蒙恩，同時祝您及您的

家人，闔家幸福。今年的母親節

是個不尋常的母親節，但疫情隔

不斷我們的愛心和孝心。一個電

話，一個微信，一聲問候，帶去

的是孝心，愛，不在嘴上，乃在

心裡。 

母親節的由來 

    母親節起源於美國，一位名

安娜．賈維斯的基督徒姊妹，她

終身未婚，與母親相伴，其母於

���� 年第二個星期日去世。除

了紀念慈母外，當時正值第一次

世界大戰，安娜眼見許多陣亡將

士的母親和妻子，孤苦無依，

景況淒涼，她希望世人能正視

母親對於家庭及人類社會的貢

獻，於是她和朋友開始寫信給

有影響的人士，諸如部長、議

員等，以尋求支援，並到處呼

籲，以便讓母親節成為一個法

定的節日。皇天不負苦心人，

她的努力終於有了結果。 

    第一個母親節於 ����
年 � 月 �� 日在西佛吉尼亞和

賓夕法尼亞州舉行，在這次節

日裏，康乃馨被選中為獻給母

親的花，並從此流傳下來。 

      ���� 年，美國國會通

過一份議案，將每年 � 月的第

二個星期天作為法定的母親

節。威爾遜總統也於 ���� 年發

表官方聲言，讓母親節成為全國

性的節日，從此，每年五月的第

二個禮拜天－「母親節」就廣為

世人所接受。 

      雖然有許多國家在一年的

不同時間慶祝他們的母親節，但

是也有許多國家，如比利時、如

丹麥、芬蘭、義大利、土耳其、

澳洲、中國等，也都是在 � 月的

第二個禮拜日慶祝母親節！ 

孝順其實很簡單：多打個電話，

多點耐心聽嘮叨，多點關心和體

諒，多點問候叫聲媽，多講點耶

穌基督的救贖與大愛，母親節，

給老媽說聲節日快樂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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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文疫情關懷小組組織了一個送

愛心到老人院的活動。會採買一

些繪畫的工具及顏料送給 Vic-

toria Manor 老人院。有意餐與

的弟兄姊妹可以以電郵聯絡:  

Su Lee: sulee71@hotmail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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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東堂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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粵語弟兄姊妹可登入仕嘉堡華

人宣道會網上崇拜. 可登入

www.scac.org 點擊網上崇拜, 

連接到他們的 YouTube 
錄影直播室(9:30am). 
 

星期六 4:00PM 的祈禱會將用 

WebEx 大組, 之後用 WhatsApp 

分小組型式舉行. 
 

宣教士消息：張濬銳醫生夫婦

(Ace & Cecilia Cheung)，尼

日爾。 當地教會

(Riyad church)正舉行為期 40 

日的讀經(其實是聽)挑戰計

劃. 祈求神的話讓信徒得裝

備.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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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前几周在校园查经

的领受,查经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��

-�� 节的经文,�� 节这么说-耶稣听见就对他

说:”不要怕,只要信!你的女儿就必得救.” 

作为基督的门徒,我们不能空谈信心.只有经

过考验,才能知道自己信心的分量.在风平浪

静时,我们认为自己很有信心,但一旦遭遇危

机,我们才知道自己的信心不堪一击.不要说

有什么大风大浪,就是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,

我们的心里已经是波涛汹涌.要想经历风雨,

信心就要经过考验.这就是主允许我们在人生

旅途中和担当使命时遭遇风浪的原因.我们要

为着主许可我们经历患难而感谢神,因为知道

这一切不会徒然发生,而是为了加增我们的信

心;并且主正与我们同在一起,他并未把我们

忘记.他既呼召我们过跟从他的生活,就必保

守我们到底. 

主耶稣也和我们同在,他深知我们所遭遇的困

境,他也掌管一切的困境,要通过这些来炼锻

我们的信心.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把我们的

眼光从看环境的风浪,鬼魔的猖狂,不洁的严

重和死亡的绝望中转过来,转向耶稣.为此,今

天主耶稣正像他当初坚固睚鲁一样,藉着他的

话语我们,藉着主日崇拜,团契,小组聚会以及

平日的祷告,仰望他,单单地注视他,按照他给

我们的启示来回应祂的爱. 

当我们身处困境中时,再也没有什么比想起圣

经为耶稣所作的见证,祂的身分,祂的作为,祂

的应许更使我们得安慰的了.在绝望之中,再

也没有什么比想起主耶稣的话,在灵里听到他

的声音“不要怕,只要信”并立即转向他更能

使我们恢复平安的了.“信道是从听道来的,

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”(罗 ������在任何处

境中,我们都要回到圣经,抓住祂的话语,不断

注目在耶稣身上,让主的话语深藏在我们心

里,让我们对主的信心更加坚固. 

立基點是保護自己。怕被別人傳染，所以人

人隨時都要戴口罩。這是動機上的不同。在

一般的情況下，若人人有自覺，戴口罩是為

了防止自己傳染給他人，這樣口罩的功能是

防止唾液飛濺，不是過濾病毒，不需要醫療

級數的口罩，可以將醫療級數口罩留在一線

時時暴露在大量病毒下的醫療人員。對大眾

的健康都有好處。但這次的新冠病毒，卻是

一個特例。因為有許多輕症或無症狀的感

染。紐約市最近的抗體研究，有高達 14%人

口已經感染。但確診的卻只占人口數不到

3%。所以西方人的不戴口罩政策這次根本檔

不住病毒的傳播。對付新冠，每個人要假設

在疫情期間，一個總是存在的爭議是要不

要戴口罩。在華人族群間，戴口罩好像是

常識。但偏偏西人不這麼想，到底是甚麼

原因造成這樣的觀念差異？到底對付新冠

病毒，是要還是不要戴口罩？ 

在美國和加拿大，一般的觀念是生病的

人，應該待在家中休養，如真的沒有辦法

例如要出門看醫生，就應該戴上口罩保護

周遭的人。這和北美以基督教立國的基督

文化有很深的關係。福音的真理是利他的

真理，神的愛是透過把別人的利益放在自

己的利益之上來彰顯。所以戴口罩的動機

是為了[保護別人]。相對的，東方的文化

自己都已染毒，若要出門，須戴口罩，以

免傳給別人。但因為是防自己的唾液噴濺

成為感染源，所以一般布口罩或甚至圍巾

只要能遮住口鼻都可以。請還是把醫療級

口罩留給前線醫務人員。小小的口罩問

題，可以考驗我們思想是不是符合主給我

們的教導。 

 

不要怕,只要信— 葉晨松 

溫宣緊急應變小組報告-到底要不要戴口罩？ 

5.失喪的人：我們致力藉事工去傳福音給失喪

的人， 藉門訓使得救的人在基督中成熟長

大。 

6. 宣教：我們致力環球宣教，尤其是缺乏福

音資源的地區，將人引道耶穌的恩典中。 

7.工人：我們致力於發掘和培養神的工人，建

立在基督中牧養的團隊。 

8.策略合作：我們以謙卑和熱情的態度彼此服

事。藉有效的策略，組織及規章來加強並發

展地方教會間互為肢體的合作。一同坐工榮

耀神國。 

9.社會責任：我們堅持聖經的公義原則。我們

學傚基督的事工去照顧貧窮及被壓迫的;也完

全順服聖經的性別，婚姻及家庭價值。 

10.好管家: 我們相信我們所用有的一切都是屬

於神的。在金錢財物的運用上，我們必須以

誠實負責的原則將神的供應用在神國的發

展。 

11.禱告：我們做任何事前都以禱告為先導。不

禱告就不做事。 

 

我們的目標: 

加拿大宣道會是一群的會員教會組成的大家

庭，我們的目標是在加拿大及全地建立以基督

為中心的教會，牧養門徒來榮耀三一神的名。 

我們的核心價值:  

1. 榮耀三一神: 我們全心全意的愛神，敬拜

祂，並盡全力完成祂交託的使命。 

2. 順服聖經的權柄：我們遵行聖經所有的教

導，並藉教導使人憑信心了解，遵行神的

話語。 

3. 以基督為中心的生活：我們引領信徒藉聖

靈活出以基督為中信的信心生活。 

4. 教會：我們愛慕基督的大公教會，並且藉

著在世界各地廣植健康的地方教會來擴展神

的國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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